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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7年8月8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器官捐贈大愛至善牆啟用典禮
一級主管聯合交接典禮

時間：2017年7月22日　　地點：臺大醫院東址B4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臺 大 醫 學 院

新／卸任名單：

1. 副院長暨研究發展分處主任

 （鄧述諄／吳明賢）

2. 牙醫專業學院院長

 （林立德／江俊斌）

3. 微生物學科主任

 （蔡錦華／鄧述諄）

4. 內科主任

 （吳明賢／曾芬郁）

5. 婦產科主任

 （陳思原／陳祈安）

6. 復健科主任

 （陳文翔／王亭貴）

7. 耳鼻喉科主任

 （柯政郁／蕭自佑）

8. 護理學系主任

 （胡文郁／賴裕和）

時間：2017年7月31日、6月4日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臺 大 醫 院

新／卸任名單：

1. 內科部主任（吳明賢／曾芬郁）

2. 婦產部主任（陳思原／陳祈安）

3. 耳鼻喉部主任（柯政郁／蕭自佑）

4. 牙科部主任（林立德／江俊斌）

5. 復健部主任（陳文翔／王亭貴）

6. 創傷醫學部主任（胡瑞恆／陳晉興）

7. 老年醫學部主任（陳永銘／嚴崇仁）

8. 護理部主任（胡文郁／賴裕和）

9. 營養室主任（陳珮蓉／鄭金寶）

10. 醫療事務室主任（陳晉興／胡瑞恆）

11. 資訊室主任（張智星／賴飛羆）

12. 工務室主任（羅國鵬／呂重明）

13. 內科部副主任（何奕倫／曾芬郁）

14. 外科部副主任（陳炯年／梁金銅）

15. 護理部副主任（蕭妃秀／張秀如）

時間：2017年8月1日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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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醫用細菌血清學教師對臺灣防疫
的貢獻：從臺灣醫學會雜誌回顧（上）

一、引言

西哲西塞羅曾說：一個人如果不知道出

生以前的事，那他永遠是一個小孩。二十一

世紀，人類最大的威脅是「失智症」。忘掉

了自己以前的事，最是可悲可憐。

景福醫訊謝博生董事長努力推動各基

礎及臨床學科撰寫歷史，留下珍貴的記憶，

令人萬分欽佩。基礎醫學各科除了細菌學科

外，均已有詳盡的敘述。醫訊邀請楊照雄教

授撰寫細菌學教室歷史，但他以年事已高，

指定我來代勞。能夠幫後輩們留下記憶，也

是很有意義的事。也許他們將來想知道從前

的歷史，從本文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臺大醫學院到今年有一百二十年歷史，

細菌學教室是最早的單位。要貫穿一百二十

年，不是很容易。本文以創立於1899年的臺

灣醫事雜誌及1902年臺灣醫學會雜誌為主，

加上其他文獻的參考，釐清醫用細菌學教師

們在臺灣防疫工作的重大貢獻，與讀者分

享。

二十世紀上半葉是傳染病盛行的時代，

也是細菌學成為顯學的時代。回顧微生物學

的發展史，1860年法國巴斯特首先證明微生

物是疾病產生的原因。1880年，德國柯霍對

人類疾病與微生物的關係，提出了柯霍氏假

說，奠定了細菌為生病原因的理論基礎。至

1880年代後期，大多數的傳染性疾病病原均

已被發現。

日本領臺初期為傳染病盛行的時代

曾任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院長及醫學

院院長的小田俊郎，在他的著作：臺灣醫學

五十年（洪有錫譯，2000年初版，前衛出版

社。以下略為小田），提出1895年日本近衛

師團入臺雖一路勢如破竹，但官兵因細菌感

染而死亡慘重。例如明治28（1895）年5月

26日至12月15日，受傷者515人，戰死者164

人，而罹病住院者26,594人。病死者4,622

人。幾乎全是瘧疾，領軍的北白川宮親王在

彰化感染霍亂，後來病死臺南。

對抗傳染病

根據丸山芳登著：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

衛業績（張秀蓉編註，戴政宇、蔡博薰、陳

怡璇等譯。2012，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以下略為丸山），日本統治初期10年的人口

動態，死亡率高達40%左右（p.95）。其中瘧

整理／陳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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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霍亂、鼠疫、痢疾、天花等可說是主要

死因。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日本政府派內務

省後藤新平來臺擔任衛生顧問，致力於醫療

機構的普及，並設立醫學校培養醫師，設立

研究所發展對抗細菌感染的疫苗、血清等製

劑。經過多年的努力，1943年9月總督府人口

調查的結果，臺灣人口數約690萬，比1920年

10月（大正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小田，

p.136）。顯示衛生情況的改善與人民健康及

壽命的延長。而參加這場健康大作戰並獲得

大勝利的功臣是全體醫療從業人員與主持開

發血清疫苗的臺大醫用細菌學的前輩們。

對抗新一波傳染病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由國民政府統

治。雖然日治末期臺灣衛生已有一定水準，

傳染病也有很好的控制，但從中國大陸移民

至臺灣人口激增，暴發了另一波傳染病的流

行，幸而在日本奠定的基礎下，傳染病又獲

得很好的控制。臺大仍然扮演重要角色。

二、設置臺灣醫學教育機構

1897年3月17日首先由臺北病院院長山口

秀高設立臺北醫院土人醫師養成所（醫學講

習所），為本院濫觴。教授臺灣人子弟，學

習近代醫學知識。

1899年3月31日公佈「臺灣總督府醫學

校官制」，4月1日開學，接受學生進入醫學

領域。校長為山口秀高，至1902年3月去職，

由高木友枝於3月31日繼任為臺北醫院院長，

醫學校校長及總督府技師。至1915年3月31

日，由堀內次雄接任總督府醫學校校長（丸

山）。

1918年，昇格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

學專門部」，校長仍由堀內次雄擔任，開始

招收日本人學生。

1919年，改稱「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

校」，仍由堀內次雄擔任校長。

1927年，改稱「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仍由堀內次雄擔任校長。

1 9 3 6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醫學

部」，並保留「附屬醫學專門部」，成為一

校兩制。三田定則擔任醫學部部長及醫學專

門部主事。（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

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出版，1999。）

1945年，國民政府接管臺灣改名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由杜聰明擔任首任院長。

自1897年至1945年止，共為臺灣培育

2450醫師，照顧民眾健康。（臺大醫學院百

年史，中，p137）

三、創立研究及產製疫苗機構，產製

疫苗以供全民防疫之用

日本統治時期是個傳染病盛行的時代，

感染症為最重要的死亡原因。在官、學合

作，產製疫苗、血清，終能控制疫情，保護

人民，改善衛生。下列簡介各個研究機構

（丸山）。

1. 臺灣總督府研究所

為掌理殖民產業及衛生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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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及試驗相關事務，1909年成立臺灣總

督府研究所，隸屬於臺灣總督。研究所設所

長專屬部，化學部及衛生學部。衛生學部掌

管（一）細菌學及原生動物學相關研究。

（二）傳染病病源、病理、預防法、治療法

相關研究。（三）熱帶地區衛生相關研究。

（四）藥學、毒物學相關研究。（五）家畜

傳染病及殖產相關之細菌研究。（六）水質

之細菌學相關研究。（七）其他衛生相關之

所有研究。首任所長為高木友枝，衛生學部

部長為高木友枝，研究人員包括堀內次雄、

山口謹爾、丸山芳登及洪蘭等主要研究人

員。研究成果成為之後臺灣自製疫苗的基

礎。

1916年，總督府研究所改組，研究所

所長由高木友枝擔任。設化學部、衛生學

部、釀造學部、動物學部及庶務部。部設置

部長，衛生學部部長由堀內次雄擔任。掌管

（一）細菌學及原生動物學相關試驗研究。

（二）傳染病及寄生蟲疾病之病原、病理、

預防法、治療法相關試驗研究。（三）熱帶

地區衛生相關試驗研究。（四）藥學、毒物

相關試驗研究。（五）家畜傳染病相關試驗

研究。（六）水質相關試驗研究。（七）

血清及細菌學預防治療用品製造。（八）

其他衛生相關之所有試驗研究。（一）、

（二）、（三）及（七）主要研究人員包括

山口謹爾、丸山芳登、鈴木近志、洪蘭。

2.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1921年，總督府再重組研發機構，成

立「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掌管（一）

農業、糖業、林業、工業，其他產業及衛

生相關研究、調查、試驗、分析、鑑定、講

習、報告。（二）種苗、種畜、細菌學之預

防治療品及其他項目之研究調查。試驗所得

產物之培養、製造、分配、借貸。其中，衛

生部掌管（一）細菌學及原生動物相關試驗

研究。（二）傳染病及寄生蟲病之病原、病

理、預防法及治療相關試驗研究。（三）熱

帶衛生相關試驗研究。（四）實驗病理學及

治療學相關試驗研究。（五）衛生化學相關

試驗研究。（六）血清、疫苗及細菌的預防

治療等用品製造。（七）醫療藥品檢查。

（八）其他衛生相關之試驗研究。首任所長

為高木友枝，衛生部長由堀內次雄、三田定

則、永井潛前後分別擔任，細菌學主要研究

人員包括山口謹爾、丸山芳登、鈴木近志、

下條久馬一等人。

3. 臺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

1939年，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解體，各

部門獨立發展。為了衛生的研發，另於臺

北帝國大學成立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熱帶

醫學研究所掌管熱帶醫學、藥事及衛生相關

事務，所長由三田定則，下條久馬一分別擔

任。

4. 熱帶醫學研究所細菌血清學科及士林支所

熱帶醫學研究所為配合日本南進的時

局，特別著重血清疫苗的研發，產製，必

要時得設熱帶醫學研究所支所。士林支所於

1939成立。

1942年熱帶醫學研究所設有（一）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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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學科。（二）熱帶衛生學科。（三）細菌

血清學科。（四）化學科。（五）厚生醫學

科及庶務課。類似當年醫學部各研究單位的

綜合。其前身可以說是總督府研究所及中央

研究所的衛生部。為了加強血清疫苗之製造

能力，初期由當時的臺北帝大醫學部長三田

定則及細菌學教室教授細谷省吾推動成立士

林支所。細谷省吾並擔任細菌血清學科科長

及士林支所所長。

5. 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

1945年杜聰明代表國立臺灣大學接收

臺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由陳禮節兼

任所長。分為衛生、營養、熱帶病學、漢藥

學、化學及細菌及血清學等6科。

1946年由洪式閭接所長改為病理學、細

菌血清學、衛生學及化學等4個學系。洪所

長兼病理學主任。士林支所原由日籍岸田秋

彥教授指導，岸田返日後，1947年洪所長聘

嚴智鍾教授為士林分所主任，鄭翼宗副教授

為技術主任。1949年，熱帶醫學研究所由邱

賢添擔任所長，分六科即：熱帶病學科、公

共衛生學科、細菌血清學科、藥物學科、病

理學科、營養學科（國立臺灣大學校刊二十

三期，第二版）。1950年邱賢添辭職，由黃

文代理所長，同年行政會議決議改組。1951

年，細菌疫苗部份改編為細菌疫苗研究所，

公共衛生部份改編為公共衛生研究所。

6. 臺灣省衛生試驗所

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灣行政

長官公署本擬接收士林支所，但未能成功。

1946年另設「臺灣省衛生試驗所」。所長由

民政廳衛生局長經利彬兼任，掌理全省衛生

醫療檢驗業務，並擬製造疫苗。1947年臺灣

省政府成立，臺灣省衛生試驗所改隸臺灣省

政府，並由首任衛生處長顏春輝兼任所長，

延攬臺大醫學院細菌學科講師詹湧泉為副所

長負責實際業務。延聘王三聘製造天花疫

苗，林東明製造細菌性疫苗，林朝京製造白

喉及蛇毒免疫血清，許書刀擔任卡介苗製造

使小兒肺結核斷根。（沈佳姍：百年榮耀世

紀傳承，衛福部疾管署，2014。p68-69。以下

略為沈佳姍）

7. 臺灣血清疫苗製造所

1952年，臺灣省衛生試驗所內的生物學

製品製造室，血清學研究室，卡介苗室與國

立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中的細菌疫苗部

份（即細苗血清學科及士林支所）合併，正

式成立「臺灣血清疫苗製造所」。所址設於

熱帶醫學研究所，並由臺大醫學院細菌學科

主任嚴智鍾擔任首任所長至1963年止。期間

於1959年3月改名為「臺灣血清疫苗研究製造

所」。嚴智鍾之後為馬家驥教授及林朝京博

士先後兼任所長。

8. 臺灣省血清疫苗研究製造所

1964年，省府與臺大合約到期，經雙

方同意，由省政府獨力接辦臺灣血清疫苗

製造所，改名為「臺灣省血清疫苗研究製造

所」，隸屬於衛生處。1966年遷入位於南港

昆陽街衛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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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

1971年，行政院成立衛生署，在1975

年將「臺灣省血清疫苗研究製造所」升格為

「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首任所長為詹

湧泉（1975.7-1977.9），第二任所長楊照雄

（1977.9-1981.8），繼續負責血清疫苗的工作

（取自沈佳姍，p103-108）。

四、臺灣大學醫用細菌學教授對臺灣

防疫的貢獻

一百二十年來，在政府與大學的合作

下，臺灣能將傳染病控制到世界一流的水

準，毫無疑問的，政府的大力投入，貢獻顯

著。但醫學細菌學者的全力投入亦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這些醫學細菌學工作者主要分佈

在大學：總督府醫學校、臺北帝大及臺灣大

學。雖然總督府研究所（1909）及中央研究

所（1921）屬於總督府，但它們的領導人

是總督府醫學校校長（高木友枝、堀內次

雄），主要的研究室負責人也都是醫學校的

教授（山口謹爾、丸山芳登、鈴木近志）。

熱帶醫學研究所雖然名義上不屬於醫學部，

但領導人也都具有臺北帝大教授的資格（三

田定則、下條久馬一、細谷省吾、武田德晴

等）。可以說那時是官、學、研的充分合

作，達到保護人民的健康。就以1922年到

1936年的20年間，痘苗供應達1197.1萬人份。

其他疫苗及血清也製販約708.7萬人份（沈佳

姍，p43）。戰後國民政府來臺，防疫機構

雖然也有更迭，但重要的機構如國立臺灣大

學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製造鼠疫疫苗

200萬份，痘苗150萬份，霍亂、傷寒、白喉

血清疫苗月產30萬份以上。這樣的成就，協

助臺灣成功的控制各種傳染病。而熱帶醫學

研究所及臺灣省政府、國立臺灣大學合辦臺

灣血清疫苗製造所的領導人都是臺大教授。

甚至，1971年成立的行政院預防醫學研究所

奠基的前兩位所長均由臺大醫學院出身的詹

湧泉教授及楊照雄教授擔任。回想起來，臺

大醫用細菌學前輩教授們的貢獻令人深深敬

佩。

A.	臺大醫學院細菌學教室的傳承

臺大醫學院細菌學教室可以說是臺大

歷史最悠久的教室之一，祖師爺是堀內次

雄（1897），接著高木友枝（1902），倉

岡彥助（1909），本村儀作（1914）、丸

山芳登（1918）、山口謹爾（1918）、鈴

木近志（1918），花室憲章（1926）、三

田定則（1936）、細谷省吾（1936）、武

田德晴（1936）、栗本珍彥（1939）、曾

田長宗（1939）、太田達男（1939）、詹

湧泉（1945）、楊照雄（1945）、嚴智鍾

（1947）、張學賢（1951）等前輩都貢獻於

防疫相關的研究。（限於篇幅，還有許多前

輩無法一一介紹）。

1. 堀內次雄：（請參閱景福醫訊2017，4，

p35）

先生於1873年出生於日本兵庫縣，幼

即好學，17歲藥劑師考試及格，後入仙台高

等學校醫學部，1895年畢業，為軍醫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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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解隊返日，入北里柴三郎的傳染病研

究所，正式學習細菌學。1906年前往德國進

入漢堡德國熱帶病研究所，之後轉往慕尼黑

的Petenkochel研究所跟隨名師Grubel教授學

習。1908年返臺。1915年到1936年接任臺灣

總督府醫學校校長近21年。1909年總督府研

究所成立時擔任技師，從事熱帶病之研究及

製造血清疫苗，指導後進，貢獻卓著。1915

年接任總督府研究所衛生學部部長。1921

年，中央研究所成立時，擔任衛生部長至

1936年。

最初總督府醫學校成立時，研究環境非

常簡陋，但堀內仍盡力推動研究工作，擔任

總督府研究所及中央研究所部長期間，由於

卓越領導，有非常顯著的業績，並為臺灣後

來疫苗及血清製造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引

用自小田俊郎臺灣醫學50年，前衛，2009。

杜聰明：追悼堀內次雄先生。1955年南溟會

報第11號，111頁。）

從下列發表文獻即可知堀內早期的研究

主題與業績：

（1）1900，臺灣醫事雜誌，第一號，9-14

臺北醫院堀內次雄：肺百思土考

（2）1900，臺灣醫事雜誌，第二編第一號，

99-114

堀內次雄：鼠疫診斷難及其類症（意

譯）

（3）1902，臺灣醫事雜誌，第三編，第二、

三號，61-68

堀內次雄：關於鼠疫免疫試驗及鼠疫預

防接種之效力（意譯）

（4） 1 9 0 2，臺灣醫學會雜誌（以下簡稱

JFMA），第10號，8-18

堀內次雄於醫學校：登革熱斑痧異同辨

（5）1903，JFMA第7號，10-20

堀內次雄於醫學校：關於百斯篤早期診

斷法

（6）1908，JFMA74號，586-606

堀內次雄：鼠疫免疫學（宿題）

（7）1910，90號，996-1000

於臺灣總督府研究所堀內次雄：鼠疫免

疫學理之研究

（8）1915，JFMA，150-151號，663-667

堀內次雄、洪蘭：血液中免疫物質（意

譯）

（9）1915，150-151號，562-567

堀內次雄、杜聰明：關於生物反應引起

之尿中蛋白的出處判定法（初報）

擔任衛生學部部長後，雖少有個人發

表文章，但部內同仁發表論文均標明部長堀

內次雄，類似通訊作者的地位。其中山口謹

爾、丸山芳登及鈴木近志均有很多的論文發

表。合計83篇。

堀內自1897年開始在臺灣培育人才，

先後擔任土人醫學講習所教師，總督府醫

學校助教授、教授及校長。校長任職21年期

間，作育無數人才，特別照顧臺籍學生，得

到臺籍學生愛戴。1909年擔任總督府研究所

技師，1915年起並同時擔任衛生學部部長至

1936年，領導醫學研究，貢獻臺灣防疫工

作，他也擔任臺灣醫學會會長領導醫界很長

時間。1947年返日，1955年過世，享壽83

歲。

小田俊郎對他的描述是「謹慎、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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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談事務性、質問性及修身等話題，而且

不苟言笑。」（小田，p122）

2. 高木友枝：（請參閱景福醫訊2017，4，

p34-35）

1858年生於日本福島，1885年東京帝大

醫學部畢業。1897年前往德國柯霍研究所研

究，隨Wassermann工作二年。1902年受聘來

臺擔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臺北醫院院

長、總督府技師。1893年任職北里傳染病研

究所。甲午戰爭期間曾製作霍亂血清以治療

患者。1909年與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動

成立總督府研究所，擔任所長。1919年總督

府成立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受聘為初代會長。

1921年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成立，為首任所

長。至1929年退職返日，1943年過世，享壽

85歲。

高木在研究上最重要的成名作是1898年

與Wassermann共同提出的破傷風抗毒素正常

中樞神經系關係研究，被稱為Wassermann-

Takaki phenomenon。在臺期間創立臺灣醫

學會及創辦臺灣醫學會雜誌，貢獻卓著。在

臺灣的論文發表，依當時可以是研究所衛生

學部各論文的通訊作者，但他後來均未掛

名。（林炳炎：重塑臺灣醫校長高木友枝博

士的雕像，http://www.lib.ntu.edu.tw/doc/cg/

resources/u-His/academia/no2-ch3.htm）

以下為高木在臺發表論文名稱：

（1）1905，29號，101-104

臺北高木友枝：關於瘧疾預防方法

（2）1908，66號，161-170

高木友枝：種痘的話

（3）1908，66號，170-179

高木友枝：臺灣鼠疫的起源

杜聰明於1957年高木友枝回憶錄發行

會致詞說：「1902年受聘為臺總督府醫學校

校長兼臺北醫院院長，並身為總督府技師掌

管臺灣醫事衛生所有相關事務的統帥，直到

1929年離臺的26年生活可說是老師一生中的

心血結晶。」「老師天資聰敏，政治手腕高

明，善於洞察人心，卻依然清廉潔白，以身

作則。實在是一名偉大人物，擔任醫學校校

長15年的漫長期間，不只受到學生們打從心

裏的尊敬。」「在總督府研究所的崗位上，

開拓科學研究基礎，對改善臺灣衛生，產業

開發提供適時適當措施。」對臺灣的貢獻可

說至大且深遠。（杜聰明：言論集）

3. 丸山芳登

如果說堀內次雄是高木友枝在細菌學

推展的左右手，丸山芳登也可類比為堀內的

重要助手。堀內擔任臺灣醫學會雜誌的社長

時，丸山芳登在總編輯擔任很長的時間。在

研究上，堀內任衛生部長時，丸山也是重要

的工作夥伴。

丸山芳登1885年出生於日本山形縣。

1908年通過合格醫師國家試驗，同年12月

渡臺，任為公醫候補生，1909年入新創立之

總督府研究所衛生部。其後升任技師，及臺

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林吉崇：臺大醫學院

百年。1918，助教授，p42，1924，教授，

p44）。1935年前往德國留學。光復後留用

一年間，任職於臺大附設熱帶醫學研究所，

1946年回日本，1959年逝世，享年7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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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聰明：景福會第11屆聯合同學會致詞，

JFMA1960，59，336-339）

在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擔任助教授及教

授期間，帶領團隊發表30篇論文。內容涵蓋

食物中毒（1），血球凝集（3），副傷寒菌

（1），赤痢菌（1），水牛血型（1），霍

亂菌（3），破傷風菌（1），血型（3），

組織型質（7），傷寒菌（3）及檳榔與牙齒

（2）。下列為以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細菌學教

室丸山教授為通訊作者之論文。

（1）1931，30，1110-1122

我在臺北遇到的食物中毒症的細菌學觀

察

（2）1932，31，155-159

梅本萬里、大黑武三郎：關於人類血清

對山羊血球的凝集素及溶血素，特別是

Wassermann反應與人類血型的關係

（3）1932，31，531-542

伊左次賢三、池田選一：關於臺北所謂

B型副傷寒患者的病原菌

（4）1932，31，543-551

臺北醫院小兒科（安井醫長）島田勇。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細菌學教室（丸山教

授）野村俊綱：關於最近臺北檢驗出的

痢疾菌株

（5）1933，32，713-726

桐林茂：霍亂菌的生物學性狀之補充

（一）關於霍亂菌類似菌的鑑別

（6）1933，32，1104-117

內藤誠一：關於結核菌的培養的證明

（第一報）以痰為材料之結核菌分離培

養基的優劣比較

（7）1933，32，1151-1155

石原宣哉、村上昂：關於臺北市內各學

校運動場的破傷風菌之分佈

（8）1933，32，1523-1532

寺田清二、野村俊綱：關於觀察內臺人

一萬例後所得之Wa-R的結果及其與血型

的關係

（9）1935，34，983-994

陳增全：關於家兔唾液及幾種體液的人

類型特異的凝集素的吸收狀態

（10）1936，35，2323-2334

陳增全：檳榔嗜食者齒科學的研究

（後編）嗜食檳榔對口腔細菌的影響

如前所述，丸山芳登最初是進入總

督府研究所衛生學部工作，在部長堀內次

雄的領導下，發表了38篇論文，三田部長

時2篇論文，永井部長時8篇論文，合計48

篇論文。內容包括傷寒菌（5），天然痘

（1），Wassermann反應（3），白血球殺

菌素（1），赤痢（2），黴毒（3），鼠疫

（5），脂肪質抗原抗體（3），高砂族血型

（4），其他血型（5），蛇毒（2）等，列舉

如下：

a. 臺灣總督府研究所部長高木友枝時期

（1）1909，85號，652-680

研究所囑託丸山芳登：類似傷寒之原因

不明疾病的細菌學觀察

（2）1910，90號，908-917

丸山芳登：關於健康人類使用的酵母

（3）1911，100及101號，165-172

丸山芳登：局部免疫與產生凝集素之間

的關係，特別是關於類屬反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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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14，140號，765-794

丸山芳登：白血球殺菌物質相關研究補

遺，氯化鈣的白血球殺菌物質的抽出作

用

（5）1915，150-151號，410-413

丸山芳登：關於兒玉氏法引起之黴毒患

者血清的沉降反應（簡報）

b. 臺灣總督府研究所部長堀內次雄時期

（6）1918，188號，657-671

丸山芳登：關於免疫血清通過產生的非

黏液性鼠疫菌

（7）1933，32，624-638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一研究室（主任丸山

芳登）實驗治療學研究室（主任杜技

師）岩瀨祐一：臺灣眼鏡蛇（Naja naja 

atra（飯匙倩））毒的毒物學的作用

（8）1936，35，645-656

丸山芳登：關於臺灣原住民的血型（第

五報），從血型分配狀態觀察泰雅族各

部族間的近親關係

c.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部長三田定則時期

（9）1937，36，1554-1559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三

田技師）細菌學第一研究室（主任丸山

芳登）山岡隼麿：關於牛唾液之血清學

的性狀

d.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部長永井潛時期

（10）1938，37，721-735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

永井技師）細菌學第一研究室（主任

丸山芳登）山岡隼麿：汎血球凝集反

應之相關研究（第一篇），關於具有

汎血球凝集原賦與性的一種新桿菌

杜聰明在景福會第11屆聯合同學會致

詞，最後提到的一段話，可為丸山芳登作為

完美的陳述：「丸山先生是一位立志傳中的

人物，實可欽佩者無受過醫學校教育，合格

國家試驗，以應募公醫候補生渡臺，爾來40

年間無開業不為金錢，而埋頭於研究室，研

究細菌學，成就為細菌學權威者，榮任醫專

教授，獲得東京帝大學位，從事臺灣醫學教

育，尤其是多年擔任編輯臺灣醫學會雜誌，

貢獻臺灣醫學界，其功勞不鮮矣。」

「鄙人自醫學校學生時代第二學年生

起，時常往研究所學習細菌學，爾來五十年

間維持親密之友誼。」

在筆者看來，丸山教授在教學研究均極

為出色。而更有意義的是他和堀內次雄撰寫

了「臺灣醫事衛生年表1895-1945」，以及他

撰寫了「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大

出版中心2012年），為臺灣留下最珍貴的醫

學史料。

4. 山口謹爾

與丸山芳登差不多同時來總督府研究所

工作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山口謹爾。日治初

期已注意到臺灣毒蛇及蛇毒的問題。山口在

衛生部服務期間發表15篇蛇毒相關論文，並

於1923年以「臺灣產毒蛇的毒素與血清學的

比較系列論文，獲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學位。他在1918年為醫專細菌學講師，1924

年為醫專細菌學熱帶病學講師囑託。歷經他

和其他人員的長期研究，方有1929年臺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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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公告製造販賣蛇毒血清」「山口謹爾於

1931年逝世，其後由鈴木近志和杜聰明等人

接續工作。」（沈佳姍，p39）。山口謹爾在

衛生部服務期間共發表27篇論文，其中蛇毒

有15篇，沉降反應有三篇，傷寒兩篇，登革

熱兩篇。茲擇列如下：

（1）1909，84號，557-572

臺灣總督府研究所衛生部（部長高木友

枝）研究所囑託山口謹爾：關於飲料水

之細菌學的判定

（2）1909，86號，717-722

臺灣總督府研究所衛生部（部長高木友

枝）研究所囑託山口謹爾：邱德尼氏霍

亂弧菌快速證明法

（3）1910，90號，886-893

山口謹爾：能驗出牛乳中混有豆漿的生

物學證明法

（4）1914，145號，1105-1171

臺灣總督府研究所技師山口謹爾：關於

鹽酸奎寧對免疫物質的產生機制的影響

（5）1917，177號，432-463

小泉丹、山口謹爾、殿村京造：登革熱

的研究

（6）1918，182-183號，47-55

山口謹爾：關於傷寒預防注射的成績

（7）1919，195號，366-368

臺灣醫學會第十三回大會演講

山口謹爾：臺灣總督府研究所製造的狂

犬病預防劑既往七年間使用成績

（8）1930，305號，973-1005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一研究室（主任山口

技師）本村儀作：琉球產龜殼花蛇毒與

臺灣產龜殼花蛇毒的性狀及其免疫學的

比較研究

（9）1931，30，1084-1097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一研究室（主任故山

口技師）岩瀨祐一：沉澱素價測定方法

研究（承前完）

（10）1933，32，948-986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

堀內技師）第一細菌學研究室（主任

故山口技師）臺灣總督府醫院醫官兼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

中央研究所囑託

花室憲章：蛇毒與細菌毒素的血液

學研究（第 4部）關於注射百步蛇

（Agkistrodon acutus）毒及飯匙倩

（Naja naja atra）毒後在不同時間點之

體內各臟器的血液變化

整體而言，山口在疫苗的開發，登革熱

的研究及特別是抗蛇毒血清的工作，成就卓

著。他過世後，蛇毒的工作由鈴木近志及杜

聰明延續。

5. 鈴木近志

出身北里傳染病研究所，1918年來臺

擔任總督府研究所囑託。1929為中央研究

所衛生部第三細菌學研究室主任。1918年為

醫學專門部衛生學講師。1924年為中央研究

所技師兼醫專教授。1936年臺北帝大醫專教

授兼中央研究所技師。主要工作是細菌及血

清製劑的改良，細菌性傳染病之預防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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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1936年返日。由1928年到1938年共26

篇論文。涵蓋凝集反應（4），補體結合反

應（4），蛇毒（4），紅血球經皮膚免疫

（2），水道水鹽素消毒（2）及其他。代表

作如下：

（1）1928，284號，1275-1284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三研究室（主任鈴木

技師）後蕂薰：關於所謂陪加凝集反應

（2）1929，287號，155-174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三研究室（主任鈴木

技師）鈴木近志、後蕂薰、平田一士：

關於補體結合反應之矛盾現象的實驗以

及改良其反應方式之己見。（附）溶血

性及殺菌性補體保存法之追加實驗

（3）1932，31，40-41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三研究室（主任鈴木

技師）鈴木近志、杉尾一士：關於蛇毒

之精製及精製蛇毒之性狀

（4）1934，33，1214-1233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三研究室（主任鈴木

技師）鈴木近志、杉尾一士、下村八五

郎：關於過敏症型休克時的補體樣態及

吾等所謂的補體X成分

（5）1935，34，1382-1389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三研究室（主任鈴木

技師）鈴木近志、正田主計、松本一

雄：關於臺北水道上水之鹽素消毒

（6）1936，35，518-534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三研究室（主任鈴木

技師）杉尾一士，下村八五郎：關於霍

亂菌凝集反應及凝集素吸收之研究

（7）1936，35，1627-1645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三研究室（主任鈴木

技師）友山和夫：關於臺灣產主要蛇毒

對正常家兔紅血球沉降速度的影響

（8）1936，35，1965-1991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部長堀

內技師）細菌學第三研究室（主任鈴木

技師）鈴木近志、杉尾一士：關於蛇毒

與殺菌性補體的關係（附）殺菌性補體

的構成及補體多種說之相關考察

6. 細谷省吾

1894年生於東京，1919年東京帝大醫

學部畢業，1925年獲博士學位。1930年為

東京帝大助教授，1936年來臺擔任臺北帝

大細菌學教授兼東大教授，1938年為東大

教授兼臺北帝大教授。1955年東大退休為

名譽教授，致力於青黴素研究並發現麴古

黴素（trichomycin），著有Microbial flora 

and immunotherapy of suppurative disease，及

Diphtheria prevention及其他著作。（https://

kotobank.ip/word/%E7%B4%BO%E8%BO%B7

+%E7%9C%81%E）。曾於法國巴斯特研究所

學習抗生物質和動物免疫。他與當年帝大醫

學部長三田定則為臺北帝大熱帶醫學研究所

士林支所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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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除了是熱帶醫學研究所細菌血清科科

長外也是第一任士林支所所長。他於1938年

返回日本東大擔任教授推動日本疫苗事業，

同時兼任臺北帝大教授及士林支所所員，推

動血清疫苗事業。士林支所的業績嘉惠無數

臺灣人民及海外人士。1927年獲北里研究所

淺川紀念賞。1948年獲朝日賞。他在臺灣醫

學會雜誌發表兩篇論文：

（1）1937，36，1266-1284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細菌學教

室（丸山教授）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細

菌學教室（細谷教授）內蕂誠一：所謂

非病原性抗酸性病菌之生物學及血清學

的研究補遺第一編關於生物學的性狀的

觀察

（2）1939，38，1407-1444

臺北帝大醫學部細菌學教室（指導細谷

教授）臺北帝大醫學部產婦人科教室

（主任真柄教授）橫井憲一：膣內細菌

之研究補遺第一編關於Corynebacterium

他在「熱帶醫學研究」這本期刊，有多

篇指導士林支所同仁發表的文獻。

7. 武田德晴

1900年生於日本德島縣。1926年東京

帝大醫學系畢業，1936年擔任臺北帝大醫學

專門部細菌學教授，醫學部助教授。曾任東

京傳染病研究所技手。於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任職期間曾赴歐美進修。1938年返臺，接替

細谷省吾成為臺北帝大醫學部細菌學教授，

1939並任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所員。

1944年返日本，擔任東京帝大教授，並任職

於傳染病研究所。1956年任傳染病研究所

（現東京大學醫科學研究所）所長。1961年

為名譽教授。主要研究題目為細菌內毒素，

結核菌菌體成分以及結核的化學療法。曾

獲得日本淺川賞。（參採自http://www.ims.

u-tokyo.ac.jp/imsut/jp/about/history/history02.

php）在臺期間發表論文如下：（多數論文均

發表於國外期刊，在JFMA只有演講摘要。）

（1）1939，38，1784-1785

臺大細菌學教室武田德晴、太田達男、

佐蕂稔：結核菌多糖類之化學及生物學

研究（第一報）

（2）1941，40，2195-2196

臺大醫學部細菌學教室武田德晴：關於

肺炎桿菌（意譯）的免疫及過敏問題

（3）1941，40，2282-2287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細菌學教室，栗本

珍彥、石天泰三：關於昭和十四年在臺

北市分離出的痢疾桿菌類型（第2報）

（附）關於基隆市分離出的痢疾桿菌。

（4）1943，42，1265

臺大醫學部細菌教室武田德晴、太田達

男，詹湧泉：關於人型結核菌之蠟的生

體內抗元性

（5）1944，43，72-80（第37回臺灣醫學會總

會特別演講）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武田德晴：細菌之菌

體內毒素

武田教授除了指導多位帝大細菌學同仁

之研究工作外，並指導多位士林支所同仁的

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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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詹湧泉

1917年出生臺中，1941年為臺北帝大

醫學部第二屆畢業生，畢業後入母校細菌學

教室受武田教授指導為助手至講師。1945年

以「關於結核菌免疫之研究」獲得臺北帝國

大學醫學博士。終戰後任臺大醫學院細菌學

講師。1946年5月轉任臺灣省衛生試驗所副

所長。1952年臺大醫學院兼任教授，1953年

至1956年為臺灣血清疫苗製造所簡任技師。

1956年應杜聰明之邀，受聘高雄醫學院細菌

學科創科主任。1959年至美國阿拉巴馬州立

大學研究微生物學一年半之久。1961年為中

國醫藥學院教授，1964為臺北醫學院教授，

1970年代理院長職務二年，整頓院務，績效

卓著。1975年受聘為行政院預防醫學研究所

首任所長，1977年逝世。先生除了在歷經臺

大、高醫、中國、北醫等校貢獻於教學外，

對國人防疫上包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衛生

試驗所，臺灣省衛生試驗所，臺灣血清疫苗

製造所及行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任

內，對預防醫學之研究發展與國民健康之維

護，貢獻卓著。（杜聰明：追悼詹湧泉先

生，1978年，中華微生物學會雜誌11(3):2-3）

在JFMA發表有：

（1）1944，43，456-469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細菌學教室（主任

武田德晴）詹湧泉：關於從補體結合反

應觀察到的結核的免疫

9. 嚴智鍾

1889年生於河北天津。父諱修，創南

開大學而聞名遐邇。（青杏4 1期7 6 - 7 7，

1975）。先生幼年渡日，以優異成績畢業於

東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即考進第一高等學

校為正式生，後又順利考進東京帝大醫學部

畢業。後續在該大學傳染病研究所深造細菌

學，六年後回國。任北京傳染病院院長，並

兼任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及中央防疫處副

處長。之後歷任軍醫學校校長（少將俸），

軍醫署處長，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將

俸）等要職。1947年來臺，曾任臺大醫學院

細菌學教室教授至1969年。臺大醫學院微生

物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1965-1969）。並

於1947年到1948年擔任臺大醫學院院長。臺

大原有之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部分，係血清

疫苗的製造所，1951年改組，與臺灣省政府

合辦「臺灣血清疫苗製造所」，先生兼任所

長達十二年。克服困難，整頓所務，羅致

專家，提高製造技術水準及產品之質與量

（魏火曜，中華微生物學會雜誌8(2):2-3，

1975）。在臺灣防疫史上，寫下輝煌的一

頁，先生個人名義發表學術論文不多，但細

菌學教室同仁發表論文均加註臺大醫學院細

菌學科主任嚴智鍾教授。

（1）1949，48，157-169

嚴智鍾：微生物學的檢定法（維生素及

氨基酸之測定）

先生另有多篇通俗文章發表於青杏雜

誌。

1. 1964，18：20，普通傷風的病原體：鼻病

毒

2. 1965，20：40，談一談我小時候種的牛痘

3. 1967，20：7-8，回憶錄（一）

4. 1967，25：11-12，回憶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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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參閱。

10. 楊照雄

1928年出生於臺灣南投。1945年臺北帝

大醫學部第八屆畢業。畢業後入臺大醫學院

細菌學教室擔任助教至1963升為教授。1992

年退休為名譽教授。曾任臺大醫學院細菌學

科主任及微生物學研究所所長（1969-1975）

及臺大醫學院院長（1985-1987）。期間借

調擔任第二任行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

所長（1977-1981），努力改良疫苗製造品

質並鼓勵工作同仁帶職進修取得學位，貢獻

良多。1952年曾赴東京公眾衛生學院進修細

菌檢驗新課程，國立預防醫學研究所抗生物

質部學習抗生素之檢定，分離，純化。1956

年赴美國Rutgers大學微生物學研究所（所

長Waksmann教授）及Duke大學醫學院微生

物學科進修。楊教授早期工作與傳染病關係

密切，後半期研究則致力於致癌病毒包括

adenovirus, SV40及Epstein-Barr virus。傳染病

原的研究如下：

（1）1949，48，300-303

吳招堂，楊照雄：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Khan test

（2）1952，51，254-25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研究室（主

任嚴智鍾教授）楊照雄：介紹梅毒血清

反應上的二三問題

（3）1952，51，459-46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研究室（主

任嚴智鍾教授）楊照雄，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屬醫院實驗診斷室（主任王文

杰副教授）邱宗陶：正常凝集素在Widal 

Test上之分佈狀態

（4）1954，53，297-30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研究室（主

任嚴智鍾教授）楊照雄、張學賢、孟春

昌：由健康者分離葡萄球菌之生化學反

應及其Penicillin感受性

（5）1954，53，417-422

臺大醫學院細菌學科（主任嚴智鍾教

授）楊照雄、張學賢、林淵泉，臺大醫

學院附屬醫院實驗診斷室陳瑞三、邱宗

陶：赤痢菌之菌型分類及其對化學療法

藥品之感受性

（6）1959，58，579-58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科（主任嚴

智鍾教授）楊照雄：以組織培養法研究

急性灰白質髓炎病毒

（7）1960，59，423-43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科（主任嚴

智鍾教授）楊照雄、賴瑞欣，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小兒科（主任魏火曜教授）

蕭柳青、高明義：急性灰白質髓炎病毒

中和抗體之年齡分佈

（8）1961，60，356-36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科（主任嚴

智鍾教授）楊照雄、賴瑞欣，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小兒科（主任魏火曜教授）

蕭柳青、高明義：健康兒童對沙克疫苗

之中和抗體反應

（9）1962，61，273-28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科（主任嚴

智鍾教授）楊照雄、李友仁、林淵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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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臺灣猴經口感染第一型急性灰白質髓炎

病毒之實驗

11. 張學賢

1929年出生於臺北市，1951年臺大醫學

院醫科第五屆畢業，畢業後入臺大醫學院細

菌科擔任助教。1955年升講師。1956年至澳

洲國立血清研究所進修。1957年為臺灣血清

疫苗研究製造所卡介苗室主任。1959年升等

副教授。（杜聰明：臺灣醫學會第52屆總會

開會致辭，JFMA59：641）。1962年至1964

年前往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深造。1965年升

為教授。張教授是血清免疫學專家，任職卡

介苗室主任時發表多篇BCG相關研究。1968

年辭職赴美國NIH工作，NIH退休後於1990至

1993年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兼臨床

醫學所所長。1993年至1994年為長庚大學微

免科教授兼臨床醫學所所長，1994年至1999

年為長庚大學臨床研究所教授（兼臨床研究

所所長至1995年7月止）。目前二度退休返回

美國。張教授在職期間發表與血清免疫及感

染相關論文15篇，列舉如下：

（1）1958，57，453-463

臺灣血清疫苗研究製造所卡介苗室，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科張學賢：三

個BCG菌株之比較研究（第一篇）經天

竺鼠腹腔內感染所致病變之強度（註：

連續6篇）

（2）1960，59，1110-112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科（主任嚴

智鍾教授）張學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實驗診斷科（主任楊思標教授）陳肇

嫄：流行性感冒病毒血球凝集阻止物質

之分佈與各種處置法對於該阻止物質之

影響（另有二篇流感相關論文）

（3）1961，60，721-73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科（主任嚴

智鍾）張學賢，實驗診斷科（主任楊思

標）劉建榮，外科（主任高天成教授）

王箴芳：關於院內感染之研究（第一

報）開刀房，外科病房，醫護人員帶菌

情況，以及所分離葡萄球菌的抗生素耐

性與phage型（另有四篇院內感染菌相關

論文）

（4）1967，66，7-13

臺大醫學院細菌學科及實驗診斷科*張

學賢、許信夫、陳定信*：以溶血斑法

研究兩種純系小鼠不同之免疫學的能力

及Methotrexate之免疫抑制作用。

（作者係母校微生物所碩士班1972年畢業，

微生物學科名譽教授，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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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在吞嚥功能評估的角色

文／蕭名彥

吞
嚥障礙是許多神經疾病患者、消化道及

心肺疾患、胸腔侵入性術式後常見的問

題。吞嚥障礙可能造成營養不良、脫水、吸

入性肺炎，甚至死亡，對於病患的功能及預

後影響至為深遠。

電視螢光吞嚥攝影檢查及光纖鼻咽內視

鏡吞嚥檢查是最常用來評估吞嚥功能的重要

客觀工具，然而在使用上有許多限制。超音

波具有無輻射暴露、無侵入性、可以使用真

正食物進行評估的優點，讓超音波成為廣泛

用來做吞嚥障礙篩檢以及系列追蹤吞嚥功能

的良好工具。

在臺大復健部王亭貴教授的研究團隊努

力下，開發出更為可靠的測量技術及評估參

數，並成功將超音波應用於有吞嚥障礙的中

風病人，觀察口腔期舌頭動作和評估咽喉期

的喉部上抬。目前使用超音波在吞嚥功能的

評估研究居國際領先地位。

舌頭動作在口腔期的吞嚥過程扮演重要

角色，在口腔準備期及口腔運送期負責食團

的處理。超音波在吞嚥功能的評估中，應用

在舌頭動作的觀察最為廣泛。包含使用B模式

及M模式超音波觀察吞嚥時舌頭的動作變化、

評估舌頭肌肉收縮時的血流變化、使用3D

重組的影像來定量吞嚥過程舌頭及其他軟組

織的體積變化、定量吞嚥過程中頦舌骨肌收

縮膨起的程度、亦有描述性的記分系統的開

發，然而這些技術目前未廣泛應用於臨床。

舌頭動作的觀察代表性的方法是將線

性探頭或弧形探頭置於下頷正中矢狀面，

垂直於體表皮膚，平行於舌頭正中長軸（圖

1A）。在B模式下，舌頭表面與食團介面、

舌頭肌肉以及口腔底部肌肉可以清楚觀察到

（圖1B）。此方法可以觀察完整吞嚥過程中

舌頭的動作，做動態的記錄，也可量測舌頭

在吞嚥過程中厚度變化（圖1B）1-3

喉部上抬是呼吸道保護以及引發環咽肌

放鬆重要的因子。過去研究主要使用超音波

M模式及B模式來觀察吞嚥過程中側咽壁動

作、甲狀軟骨和舌骨接近程度以及舌骨上抬

動作。本團隊曾使用超音波評估吞嚥過程中

甲狀軟骨與舌骨互相接近，並發現有吞嚥障

礙的中風病人舌骨及喉部的接近程度明顯下

降4。此研究並發現測量結果與電視螢光吞嚥

攝影檢查測量結果相仿。

以超音波直接量測吞嚥過程中喉部的上

抬技術上相對困難，首先要測量絕對位移量

必須要找到穩定的參考點，但吞嚥過程中喉

部周遭的結構大多一起作動。因此測量舌骨

的位移量、以靜止的下頷骨當作參考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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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佳的替代方案。

舌骨位移量的評估以本團隊的方法最具

代表性，將大的弧形探頭放置在下頷正中矢

狀 2，探頭兩端分別覆蓋舌骨及下頷骨（圖

1A），此方法的優點可以同時觀察舌頭和舌

骨在吞嚥過程中的動作（圖1B）。使用下頷

骨當作座標原點，可以測量吞嚥過程舌骨位

移量（圖2A-B）。此測量方法可以大幅減

少手持探頭在吞嚥過程中移動造成的測量誤

差。我們亦指出嚴重吞嚥障礙的診斷閥值，

舌頭厚度變化少於1公分、舌骨位移量少於1.5

公分為嚴重吞嚥障礙、需管灌飲食2。而後本

團隊以超音波測量舌骨位移量及移動速度並

與電視螢光吞嚥攝影的測量結果作比較，證

圖1：
（A）弧形探頭放置在下頷正中矢狀面，平行於舌頭長軸。

（B） 在B模式下，舌頭表面（箭頭）呈現圓弧狀高回音亮線。虛線：超

音波聲束中線，在此處量測舌頭在吞嚥過程中的厚度（雙箭號）

變化。舌骨（H）和下頷骨（M）為高回聲構造，後有音影。Gg，
Genioglossus muscle（頦舌肌）；Gh，Geniohyoid muscle（頦舌

骨肌）

圖2： 使用下頷骨當作座標原點（0,0），由靜止（X1, Y1）（A）時和吞嚥

過程中（X2, Y2）（B）舌骨的座標點相減可得舌骨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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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超音波的量測具準確性及再測信度5。

超音波除了可以在病房方便地執行檢

查，最大優點是可以使用真正食物進行評

估。對病人而言由於無侵入性、並在熟悉的

情境中使用真正食物檢查，更能反應符合生

理的真正的吞嚥功能。超音波並非得以取代

電視螢光吞嚥攝影檢查，而是與電視螢光吞

嚥攝影檢查互補，電視螢光吞嚥攝影檢查做

為完整吞嚥結構及生裡的評估，而超音波能

夠廣泛用來做吞嚥障礙篩檢以及系列追蹤吞

嚥功能的良好工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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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臺大醫學系2008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復健部主治醫師）

景福醫訊柯政郁編輯委員

新任醫學系耳鼻喉科主任



醫學論壇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0

「心碎而死」，有無醫學依據？

根
據2016歲末報載：曾主演上世紀50年

代《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

《牧野芳蹤》（Tammy and the Bachelor）等電

影的老牌女星黛比雷諾（Debbie Reynolds），

突然於12月28日逝世，享年84。一天前，

其女嘉莉費雪（Carrie Fisher）剛去世。黛

比的死訊經由其子托德費雪（Todd Fisher）

確認，他說：母親一直忙於安排女兒葬禮而

身心交瘁，壓力倍增，中風送醫後不治。嘉

莉是四天前在倫敦飛往洛杉磯的飛機上心臟

病發作，並於12月27日去世。她因在《星球

大戰》（Star Wars）中扮演萊婭公主而一躍

成名。此外，她還是一位有文才的作家，寫

過多本膾炙人口的小說和劇本。其中1987

出版的半自傳小說《來自邊緣的明信片》

（Postcards From the Edge），後被改編成電

影，由兩位金像獎女后梅姨（Meryl Streep）

和「傻大姐」莎莉（Shirley MacLaine）聯合

主演，講述她與有名媽咪之間一段頗為糾結

的母女關係。嘉莉費雪與黛比雷諾母女有很

長的時間，因誤會而疏遠，雖然她們後來幡

然醒悟，相依為鄰，親愛如初。

但是對我們這一輩老人來說，上世紀

50年代好萊塢的一件醜聞似乎還蠻熟悉：

黛比首嫁，一臉稚氣的丈夫歌星埃迪費雪

（Eddie Fisher）竟移情別戀於新做寡婦的

「玉婆」伊莉莎白泰勒。黛比再嫁，好賭的

第二任老公把她一生儲蓄輸到精光。回想

1952年，筆者是建中高一，母校園區裡還駐

紮著協防台灣的美國13航空隊。荳蔻年華的

黛比剛與老牌天王金凱利（Gene Kelly）配

檔演出《雨中曲》不久，就來台勞軍，在我

們總統府斜對面的「三軍球場」載歌載舞。

我班好友郭舜五兄還拍到她的玉照（圖1），

對此我們印象深刻。如今她遽然往生，世人

同感遺憾。美國一般媒體猜測她死於「心

碎」（  broken heart―不管是民俗說法或是醫

學上的病變），雖然兒子堅信她死於中風。

其實除非有法醫驗證（應不至於如此），

真相難明。但據聞84歲的黛比非常纖弱，

宿疾纏身，突如其來喪女之痛極難消受，

悲慟（bereavement）之餘，心臟必受震楞

（stunned）。所以我認為「心碎」或心律不

整併發血栓腦中風，她都可能猝死。

文／江顯楨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于嗟闊兮，不我活兮。」　　―邶風、詩經 (c. 600 BC)

"Take your broken heart, make it into art."

―Meryl Streep, quoting her friend Carrie Fisher, speech at Golden Globes Awar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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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過度，心肌纖維變性

第一個有關情緒壓力（ s t r e s s）與猝

死之間的科學研究是在1980年，美國病理

科醫生Cebelin和Hirsch的一篇論文發表於

Human Pathology醫學月刊。兩人檢視了過

去30年來在克里夫蘭大都會區發生的15名猝

死者，都有法醫鑑定，曾經身受直接攻擊但

無內傷。其中11名心臟有「肌原纖維變性」

（myofibrillar degeneration），此與動物實

驗所述之受脅迫病變相類似。研究數據最

後結論：這些人的心肌變化是catecholamine

激素介導的結果，而精神壓力對心臟確有

致死之潛能。1991年，日本學者佐藤等人

首次描述「章魚壺」心肌病（“ takotsubo” 

cardiomyopathy 1），以後十年，日本陸續

出現更多這種綜合症（圖2），儘管當時西

方醫學並未重視。1997年，法國醫生Pavin

等人在Heart醫學期刊描述了兩例「急性情

緒壓力引發的可逆性左心室（LV）功能障

礙」，似乎符合「應激性心肌病」（“stress 

cardiomyopathy”）之診斷。可能因為它極為

罕見而常被誤診，那時西方醫學界好像對

takotsubo還是「視若不見，聽而不聞」。

有趣的是，等到 2 0 0 1年日本人把這

種綜合症改稱為「暫時性心尖部球脹」

（transient apical ballooning）以後，西方醫

學界才恍然大悟，承認他們「已經聽說過許

多這種病例」。2005年，美國Johns Hopkins

大學由Wittstein等人所做的一篇研究報告，

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

1999~2003年，他們一共接治19名（其中18

女1男）急診患者，基本上都是更年期後的

婦女。皆出現胸痛、憋氣等類似冠心病發作

的症狀。不同的是，臥床休息和接受稍許治

療之後，病已康復。她們患病的原因是喪親

喪偶的巨大悲痛、車禍搶劫的嚴重驚嚇、或

是爭辯激情演講的強烈衝動等等。經過一連

串心臟血管檢查，顯示她們並沒罹患真正的

冠心病。Wittstein遂將這些類似冠心病發作

―由悲痛、驚嚇或衝動引發的胸痛、憋氣和

呼吸短促等症狀，稱之為「心碎症候群」

（“broken heart syndrome”）。

“Takotsubo＂，可能發病機制

自從日本發現 takotsubo心肌病以來，

圖1： 黛比雷諾在「三軍球場」表演 
（1952）

圖2： Takotsubo心肌病（A：左心室收縮期

X光造影、B：章魚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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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醫學界漸對此症感到興趣。然而經過

將近25年的努力研究，人們對它的了解仍然

有限。發病原因有幾個可能：一、冠狀動脈

「左前降支」（left anterior descending）變

體，可能纏繞心尖周圍（“wrap-around”），

它要負責向心尖的頂點和下壁供血；二、冠

狀動脈多個分支同時痙攣（vasospasm）造成

血流量驟減，心肌遭到「震楞」；三、微血

管功能障礙（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無

法向心肌提供足夠的氧氣；四、左心室中間

部分室壁突然增厚，形成LV流出道的阻塞。

這種心肌變化可能就是精神壓力或軀體刺激

過大，使交感神經亢奮，血液中catecholamine

驟增，加上它的受體（receptors）在心臟細

胞內原來就分佈不均，部位差異而有不同反

應，造成室壁運動困難（dyskinesia）和心尖

無力（akinesia），心臟收縮失序，產生類似

冠心病發作的臨床症狀。

2015年9月的NEJM有一篇來自美國和歐

洲的國際合作研究最新報告。Templin等人在

1,750名takotsubo心肌病例中注意到，90%發

生在停經後的婦女，她們平均年齡為67歲。

觸發因素（triggers）除了軀體刺激（如肺部

感染或氣喘）以外，情緒上的「休克」最為

常見。Takotsubo心肌變化的真正原因仍未確

定，但是他們描述了「腦―心臟軸」（brain–

heart axis）為該病的發病機制。此外，他們

還發現患者在急性期的臨床表現、心電圖結

果、和生物標誌物譜（biomarker profile），

通常與「急性冠心症候群」（acute coronary 

syndrome）2 ―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心臟病類

似。在疾病急性期後，死亡和併發症的發生

率很高，每個患者每年的死亡率為5.6%，而

每人每年腦中風或「短暫性腦缺血」（TIA）

的發作率為1.7%。為顧名思義，歐美和全

球國際醫界稱 takotsubo心肌病為應激性，

或「壓力引起的心肌病」（“stress-induced 

cardiomyopathy”）。

悲傷逾恆，房顫風險倍增

除了 t a k o t s u b o心肌病外，心律不整

（arrhythmia）也可能是猝死的前奏。喪親喪

偶，會帶來精神疾病。去年（2016），丹麥

Aarhus大學進行了一項大型的臨床研究，並

發表在同年四月的Open Heart雜誌上。基於

1995~2014年患者資料，該項論文把人群做個

案對照：一共取了88,612名被診斷為「房顫」

（atrial fibrillation ― AF）的患者，並將他們

與886,120名健康人做對比。每一組都按照年

齡和性別進行對照。在AF患者中，17,478人

失去伴侶，在對照組中這數字是168,940。他

們發現：喪偶而悲慟的人比未經歷這種事情

的人，造成心跳異常的風險高出41%。伴侶

死亡與AF確實有明顯的聯繫。幾項可以影響

AF風險的因素，除年齡和性別外，伴侶死亡

一個月前的身體狀況也列入考慮3。研究者發

現：得AF風險最高點是在伴侶去世後8~14

天；這種風險還會在悲慟之後持續一年之

久。

過去有人相信喪偶的悲慟會導致心肌

梗塞，咸認為「腦―心臟軸」的機制使身體

分泌catecholamine激素。生活當中嚴重緊張

和壓力會增加急性心血管事件的風險。也就

是說，腎上腺素一時分泌過量或持續過久都

影響到心臟機能。此外，嚴重的緊張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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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通過副交感神經的低落和交感神經的過

度活動，同時刺激「促炎細胞因子」（pro-

inflammatory cytokines）的產生，使心律失

常。現在這個大型臨床研究表明：喪親喪偶

的悲慟似乎也會增加AF或心房撲動（atrial 

flutter）的風險。其實這些情緒壓力很可能是

「陣發性房顫」（paroxysmal AF）的一個觸

發因素。病例報告也顯示，這些可能涉及從

來沒有AF病史的患者。一般的人在這一輩子

當中，得AF的機率是22~26%，AF不但與中

風、心衰竭和死亡有關，且會降低生活健康

品質，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如何診斷，應激性心肌病

病人會在動脈並無異常的情況下出現應

激性心肌病，它與冠心病兩者在心電圖上都

有類似的變化模式，像ST段和T波的非特異性

變化，很難指出不正常的位置和嚴重程度。

驗血檢查「肌鈣蛋白」（troponin）可用於診

斷冠心病的發作，此時酶的指數會比正常高

出數十倍，而「心碎症候群」則只會高於上

限少許。超聲波掃描可看到「心碎症候群」

患者左心室的特異性，LV暫時失去正常的收

縮功能，而冠心病只會因部分血管栓塞，影

響該血管分佈區域的心臟收縮功能。用導管

檢查和動脈造影術，可看到「心碎症候群」

患者的血管通暢無阻，而冠心病患者的動脈

則阻塞不通。但是我們知道，目前的心導管

檢查和冠心動脈造影術，均無法抵達心肌裏

頭微血管的層次。

國際上，我們使用Mayo Clinic的標準

來診斷應激性心肌病：一、可逆性的左心室

功能障礙，包括心室壁各種異常運動（dys-/

hypo-/a-kinesia）。通常這也是「區域性」

（regional）的現象，並且延伸超過單個冠

狀動脈的分佈。罕見的例外是「焦點型」

和「全盤型」的分佈。二、心血管造影沒

有看到冠狀動脈梗阻或急性斑塊破裂的證

據。但如果這時發現有冠心病，而心壁運

動異常也不在冠狀動脈分佈之內，仍然可

以診斷應激性心肌病。這種例外是因為兩

個診斷有15.3%的重疊，病人同時可有兩個

病的存在。三、新的心電圖異常（ST段抬

高和／或T波反轉）或心肌酶指標「肌鈣蛋

白」的中度升高。四、沒有「嗜鉻細胞瘤」

（pheochromocytoma）或心肌炎的存在。以上

所列四項都是診斷必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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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章魚壺」（日語：takotsubo），是日本

漁民捕捉章魚用的一種陷阱，是口小腹大

的甕（陶器）。X光造影看左心室（LV）

呈現甕的形狀：上端心基部（base）如狹

窄甕口，而下面心尖部（apex）如膨大甕

腹。

2. 由於心臟的血流突然減少或阻塞而引起的

任何狀況，統稱「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

（簡稱“ACS＂）。

3. 伴侶死前是否健康，對於失去伴侶的人影

響極大。若伴侶死前是健康的，生存者有

57% 可能會得AF或心跳異常的風險。但伴

侶本來就有病並很可能不久於人世，就沒

有這種風險。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心胸外科專

家，現已退休於美國鳳凰城）

北 美 活 動 公 告

親愛的臺大醫學院校友們，

臺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2017年會 時間與地點已確定為

時間：2017年10月7至8日
地點：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飯店（Sheraton LaGuardia East, Flushing, NY, USA）

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南加大病理系的鍾正明校友（醫學系1978畢業，中研院院

士）擔任今年的 Keynote speaker. 鍾教授獨特的研究，從鳥類羽毛的生成，到毛髮

細胞的再生，讓我們在科學中看見生命的藝術。此外，臺大醫院何弘能院長將會

出席，向大家報告臺大醫院的近況與未來的願景。景福基金會楊弘仁監事也會對

台灣進入高齡社會的健康照護問題，與校友們專題討論。我們竭誠歡迎國內外各

地校友前來共襄盛舉。所有細節，我們會陸續刊登在網頁上

http://www.ntumcaa-na.org/
您也可用e-mail查詢：NTUMCAA.GNY.2017@gmail.com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大紐約區分會

會長（2017-2018）李勃興

理事會　張光敏、林清森、鄭仁澤、周賢益、陳　彰、邱義男、姚繁盛

　　　　王政卿、韓明元、黃清煌、林景福、黃瑞煊、陳耀楨、郭昇翰　一同敬上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南加州分會復會通知

歡迎各位住在南加州的校友，向分會會長蔡奇烈醫師（醫學系1976畢業）聯繫

E-mail: ntumcaas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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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社區醫療照護的垂直整合銜接

台
大景福基金會自民國104年初即致力

於推廣「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

護」計畫，隨後在基金會謝博生董事長規

劃下，成立該計畫推動辦公室，並指派楊弘

仁監事為該計畫主持人，藉以「重塑醫學人

文精神，開啟醫療再生世代」為計畫核心價

值，以「倡導家庭醫師制度、建置健康支持

網絡、促進社區健康資源整合、提升民眾健

康知能、改善慢性病人醫療照護品質」為照

護內涵，當中所倡導的「家庭責任醫師制

度」，則為促進預防醫學、落實轉診制度，

並提升醫療品質與醫病關係。為促進醫療照

護垂直整合，105年9月23日下午於台大景福

館一樓會議室，由推動辦公室召集人劉宜廉

醫師擔任會議主持人，邀請衛生福利部醫事

司石崇良司長以「醫師納入勞基法之人力政

策―談Hospitalist制度的規劃」為題，說明目

前衛福部所推動的Hospitalist制度與社區醫療

照護之間的整合關係。（如圖1）

因應我國人口老化及多重慢性疾病型態

增加，過去傳統以次專科為主的醫療制度照

顧，無法滿足國人需求。衛生福利部自104

年起持續推動辦理「專責一般醫療主治醫師

照護制度推廣計畫（Hospitalist）」，透過

Hospitalist制度的建置，以全人照顧為核心，

水平跨科別、垂直跨體系整合，整合有限醫

療資源，達到照顧病人的目的。該計畫執行

二年後，對於急診病人的紓解、醫療費用的

降低，已獲得初步成效，病人滿意度亦高達

九成。尤其未來勞基法實施後，所有用人成

本必然提高，經由Hospitalist制度的推廣與整

合，由Hospitalist直接照護病人，可讓醫師晚

上有充足休息時間，減少醫師加班及工時。

惟Hospitalist無法解決目前大型醫院急診壅

圖1：社區醫療照護的垂直整合銜接會議出席專家學者

文／劉宜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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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情形，且面對高齡化社會造成的醫療型態

改變，慢性病人在社區定期就醫，一旦入院

後，除透過轉診單所提供的訊息，及少數社

區醫療群醫師參與共同照護門診及病房巡診

外，社區的基層醫師與住院負責照顧的主治

醫師，幾乎無直接溝通討論的管道。即使基

層醫師到醫院關心病人，因未參與住院時的

治療、診斷、出院準備服務決策，造成僅能

提供片段式（fragmentation）的醫療服務，無

法提供病人出院後的持續性照護，出現照護

體系之間銜接和轉介機制的問題。

石司長表示，要落實分級醫療制度，

醫療法規需與時俱進的調整，目前分級醫療

將重點放在修訂健保法第43條有關「不經轉

診加重部分負擔」的規定，然而，台灣醫療

體系是否已經做好分級醫療的準備？民眾之

所以一直往大型醫院就醫的原因，在於大型

醫院可以提供所有的診療及檢查項目，這也

是基層醫療無法做到的事情。面對這樣的處

境，石司長建議可先從整合基層診所與大型

醫院的關係做起，當社區的基層醫師將病人

轉診到大型醫院時，大型醫院可將基層醫師

當作備勤人員，讓社區優秀的基層醫師能進

入醫院共同照護病人。會後石司長並建議推

動辦公室可以提出類似社區醫療垂直整合的

試辦計畫，希望透過該試辦計畫，可以強化

社區基層照護能力，具體化以體系為基礎的

共同健康照顧模式。

臺大家醫部陳慶餘教授則表示，以體系

為基礎的共同照護，應建立由上而下垂直整

合制度，建立在醫院有主治醫師照護，在社

區則有家庭醫師接手照護的「雙責任醫師照

護制度」。目前大型醫院的醫師以處理急診

後送、末期及多重共病者的老人居多，並執

行過多的無效醫療，且無利於病人的生活品

質。然而，要如何將這些老人、失能者或是

末期病人回歸給社區照顧，而非僅留在大型

醫院裡照顧，以目前醫事司推動的Hospitalist

而言，因缺少由上往下的照護銜接，致看不

出能否提供病人住院以外的照護。再者，過

去健保署所推動的分級轉診制度未能完全成

功的原因，在於缺乏透過醫療體系將病人

下轉到社區的觀念，尤其礙於健保給付制度

下，醫院與基層總額是分開的，建議可以參

照美國責任制醫療組織（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 ACO）區域總額的觀念，並搭配

醫師整合性健康照顧，方能落實家庭醫師制

度及分級醫療制度。

曾家琳醫師則以目前臺大Hospitalist病房

為例，補充說明該病房透過完善的專責主治

醫師值班或支援制度，讓病房值班醫師與原

主治醫師都能了解病人病情及治療目標，以

達到持續性照顧病人的目的。另該病房除有

內外科專業訓練外，亦規劃主治醫師及其他

醫事人員也必須熟悉出院準備服務、居家照

護及長期照護等服務。如日後能與現有的居

家醫療或是出院準備的健保給付串連，當更

能提供病人到府服務或是安寧居家的垂直整

合醫療服務。

為形塑石司長所提有關「Hospitalist與家

庭責任醫師垂直整合計畫」的建議，推動辦

公室於106年2月13日上午假臺大醫學人文博

物館第三討論室，召開「以體系為基礎的共

同健康照護計畫」執行辦公室顧問會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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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討論如何整合Hospitalist與家庭責任醫

師制度，由推動辦公室劉宜廉召集人主持，

謝博生董事長列席外，會中專家有陳慶餘教

授、壢新醫院張煥禎院長、澄清醫院周思源

院長、北市聯醫徐愫萱主任、台灣家庭醫學

會李汝禮秘書長、嘉義市政府衛生局羅美如

秘書等出席，彼此廣泛交換意見。

會中專家認為，有關Hospitalist與基層

醫療的整合，仍需要醫療政策及健保給付制

度的配合，如果有適當的政策，引導基層醫

師，不僅在社區服務，也可以透過Hospitalist

制度到醫院協助持續性的照顧病人。目前醫

療型態改變，高齡化社會需要有雙主治醫師

制度，於社區時有家庭責任醫師生活照顧，

住院時有Hospitalist主治醫師。然而，雙主

治醫師制度能夠推廣，必須透過以體系為基

礎，才能落實完整性的照護。

依據國外文獻指出，有77%的社區基層

醫師希望透過通訊的方式與醫院的主治醫師

共同討論病人病情或後續治療方向，故在執

行面上，可以在醫院與基層診所間設置一個

溝通平台或定期舉辦諮詢會議，

病人在社區時由家庭責任醫師照顧，

如居家關懷與安寧照護，住院時病人照護轉

移，由Hospitalist醫師接手照顧，並於入住

院、出院期間雙方針對病人病情，有順暢的

討論程序，藉以建立起「雙主治醫師制度模

式」，將醫院醫療與社區醫療的密切配合，

建立起從分散走向協調的全人照護，以減少

住院需求，提升住院效能，以及落實分級轉

診，落實家庭責任醫師制度，建構全人關

懷、共同照護的高齡社會健康照護。

目前對於照顧住院病人方面，除診察

費、會診費及巡診費外，並無專門健保給付

醫師諮詢及個案管理費用，醫事司近期擬以

試辦計畫方式，編列專責住院照護諮詢及管

理費用，串聯專責主治醫師與基層醫師共同

照護病人，其執行方式包括有（1）專責主治

醫師與下轉社區基層醫師應建立溝通管道，

內容包括病人何時住院，住院期間重要的檢

查或手術資訊，住院時的重大狀況變化，以

及病人出院或轉診時，詳細的出院病歷摘要

及特殊追蹤建議；（2）社區基層醫師與專責

主治醫師共同照護病人，提供各項醫療諮詢

服務；（3）設立整合轉銜個管師，負責病

人入院、住院中及出院後與基層醫師的整合

聯繫工作，減少病人急診或門診就醫次數。

同時定期持續追蹤納管病人情形，完成個案

管理紀錄單及建檔，以及提供病人諮詢與衛

教。

21世紀台灣高齡社會的健康照護，應由

醫療專業主動發聲，讓政府衛生政策能按照

醫療專業的實際經驗與民眾的需求來制定，

而不是政府由上而下擬訂政策後，再交由醫

界執行。最近衛福部醫事司公告的「社區醫

療照護的垂直整合銜接」計畫，即是景福謝

博生董事長對於Hospitalist及基層醫療如何

垂直整合，由下而上引導國家政策的最佳例

證。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2年畢業，現任本會

「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計畫」推動

辦公室召集人；龍潭敏盛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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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者 vs. 醫 匠

張
院長、楊院長、各位老師、各位參加宣

誓典禮的同學，大家早安！

感謝班代蔡宗穎同學，在一個多月前的

四月二十七日就送給我這張邀請卡，表示他

對宣誓典禮的重視，也讓我在忙中，有充裕

的時間可以準備。

記得一個多月前，我曾去過張院長的

辦公室，請教他有關在成大醫學中心正在規

劃中的，「老年專科醫院」進展的情形。在

談話中，張院長有感而發地，以沉重且嚴肅

的表情告訴我說：他最近看了一位病人，她

經過PET scan檢查，才「意外地」發現，不

但在 side neck 上，有一個明顯的 tumor mass 

shadow，而且在同側的 breast 上，也可以看

到，表示這個 breast cancer，已經是 stage III 或

stage IV 了。

請各位想想看，這個婦人，應該不至

於是在第一次的  doctor visit，就去照  PET 

scan 罷！應該不是，否則的話，她為什麼會去

做應該是最後一線檢查的 PET scan？並且因為

這種 PET scan 檢查，不但輻射線高（10毫西

弗），而且有些 studies 指出，它更是偽陽率

高達26%的「昂貴檢查」！！

當時，我可以看出，張院長不但很擔

心，並且認為，這是目前不少醫師在看病的

態度上，「過於偏重高科技檢查」，而「忽

視病史詢問和身體診察」，所導致的現象。

這個嚴肅的故事，讓我又聯想到去年九

月，前衛生署副署長，馬偕醫院的黃富源教

授，曾經送給我他出版的《悠悠醫者心》這

本書。各位知道，黃教授過去得過（一）亞

洲傑出兒科醫師獎、（二）中華民國第25屆

醫療奉獻獎，以及（三）台灣兒童醫療終身

貢獻獎。

這本書是他半世紀以來獻身兒童醫療的

故事，也可以說是黃醫師以他如椽之筆，詳

細描述「醫師的基本功」的傑作。因此，我

就想到，何不把這本書贈送給你們，不但可

以讓你們知道「病史詢問」和「身體診察」

的重要性，也一定可以引領你們找到，身為

醫師的「樂趣」，進而多加注重，並透過良

好的醫病關係，了解身為「醫者」所負的重

任。更重要的是，希望也能促使我們的醫療

環境，向更人性化的、正面的方向進展。

我個人在成大2011年的白袍典禮時，也

曾經以「身體診察的重要――從 Stanford 25談

起――」做了特別演講，今天也一併把影印

本送給各位，以供你們參考。

文／韓良誠

─二○一七年成大實習醫師宣誓典禮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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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黃富源教授所說的：「多數的疾

病，光靠醫師的問、聽，以及徒手檢查病

人身體，就能得到正確的診斷。如果醫師能

多花心思幫病人看病，而病人也能全力配合

醫師的診斷與醫囑，就可以使醫病之間的關

係，更加的和諧」。

請各位回頭再想一想，張院長這個

病人也告訴我們，如果醫師平常就對病人

的  Neck 部位，有  inspection，palpation，

和  auscu l t a t ion  的習慣的話，就可以早一

點診斷出一些疾病，並且深深體會到人體

的 Neck，這個佔我們身體極小面積的部位，

其實是非常需要我們多關心，也應該更需要

加強訓練自己的 clinical skill 的部份。

比方說：carotid pulse 可代表許多 CV 的

問題，如 aorta 和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反

過來說，JV pressure，也可以告訴我們 right 

atrial 以及 right ventricular function。

Cervical lymph nodes，特別是長在左側

的 supraclavicular fossa 上的 lymph node，學名

叫 Virchow’s node，常常是 GI malignacy，甚

至偶而會是 Lung Ca. 的轉移。

最近，我也有個病人，將近一年以來曾

經做過胃鏡，並且到處吃了不少胃藥，最後

竟被我在第一次門診，就摸出有 Virchow’s 

node，因此轉介給成大鄭修琦醫師。鄭醫師

做完胃鏡後告訴我說：胃的黏膜很漂亮，如

果勉強說，有一些被 external compression 的

感覺。我因為摸 Virchow’s node 有一些經驗，

因此告訴他，答案已經很清楚了。最後證明

是 Pancreatic Ca.。

如 果 我 們 平 常 就 養 成 習 慣 ， 常 常

聽 carotid bruit，也可以讓你進一步去思考全

面性的 atherosclerosis，而連帶的，想到 renal 

artery stenosis 所引發的 CKD。

做過 thyoidectomy，或做 Vascath 洗過

腎，或做過 parathyroidectomy 的病人，在 neck 

skin 上的 scar，都不一定要病人先講，醫師就

可以看出來的。何況，只要醫師能先注意到

的話，還可以得到病人對你看病的信任。

目前，T.M.joint pain 的病人不少，請

記得要轉介給牙科醫師診治。此外，低頭族

的 musculoskeletal neck pain，也有愈來愈多的

趨勢。

其他，如 short thick neck syndrome，或者

沒有注意到的 esophagus，trachea 或 thyroid 的

林林總總的問題，都需要去從  Neck 上去注

意。

以上這些都是張院長這個病人提醒了

我，讓我有這個機會請你們多加注意的。

希望你們從今天這個宣誓典禮的第一

天，就要開始養成好好做「病史詢問」和

「身體診察」的習慣。並且，進一步多花一

些時間，去對照做過高科技檢查後的最後診

斷結果，看看和你當初的診斷是否一致。

陳定信教授曾經講過：要把「病史詢

問」和「身體診察」部份當作是「醫師的本

能」才對。我想再進一步提醒各位的是，哈

佛大學內科，曾經得過 Nobel Prize 的 Professor 

Bernard Lown，曾經語重心長地說過：

A British study showed that 75% of the 

information leading to a correct diagnosis comes 

from a detailed history, 10% from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5% from routine tests, 5%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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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costly invasive tests, in 5% no answer is 

forthcoming.。如能常常注意到這些的話，

其實，臨床醫學不但會讓你們一輩子「樂此

不疲」，也可以進而增加各位的信心和成

就感。否則的話，不但很難期待成為「醫

者」，甚至也可能會像成大醫學院的創院院

長，黃崑巖教授所說的，會在不知不覺之

中，走上「醫匠」之路而不自覺。

最後，謝謝各位！

大家加油！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及擔任台大景福基金會常務董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誠徵專任教師壹名

應徵資格： 具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相關領域博士學位及兩年（含）以上博士後研究經歷
（或三年以上之教學經驗），必須能勝任臨床病毒學（含實驗及實習）之

教學與研究，及醫學檢驗、生物科技相關領域之教學。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2017年10月30日（週一）下午五時止。

起聘日期：2018年8月1日（本系可依徵求情況作調整）。

申請資料：

1. 個人資料（含學、經歷）。
2. 最高學歷及相關證照證書影本。
3. 著作目錄及代表著作抽印本至多五篇。
4.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
5. 至少二封推薦函（須含推薦人住址、傳真、電話）。

以上1-4項所有資料須以紙本於上述申請期限內掛號郵寄送達收件地址。

推薦函請推薦人以emai l方式寄達  林亮音主任 l i l in@ntu.edu.tw及鄭雅蘭助教
yalancheng@ntu.edu.tw。

收件地址： 100台北市常德街一號，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林亮音
主任收。

　　電話：+886-2-2356-2799

連 絡 人：鄭雅蘭助教 yalanche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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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7 AAOM年會之心得

文／洪辰宇

學
習增生療法已經兩年多，但是直到今

年才終於有時間到AAOM（American 

Association of Orthopaedic Medicine）的年

會朝聖。AAOM是一群對骨科醫學有興趣

的美國及加拿大醫師在1983年所創立的非營

利組織，目的是希望使用非手術的方式，包

含增生療法和其他的注射方式、各類影像診

斷和治療導引、徒手治療、運動治療、賀爾

蒙治療和營養治療等，來治療病患的疼痛和

傷害。增生療法目前在台灣增生療法醫學會

的逐漸推廣下，愈來愈多的民眾開始認識這

項治療，該治療使用刺激修復的注射藥劑

（最常用的是高濃度葡萄糖水），注射至病

患受傷的韌帶，肌腱，關節等處，透過製造

微小發炎來增加受傷部位的血液循環，進而

促進受傷組織後續修復的反應。因為高濃度

葡萄糖的副作用少，且治療並非只是治標性

的壓抑症狀，而是針對問題的根源去修復受

傷的組織，因此常常可以解決棘手的慢性疼

痛問題。目前台灣增生療法的訓練，主要是

台灣增生療法醫學會在推動，而在美國，除

了該治療的創始人George Hackett的Hackett 

Hemwall Patterson Foundation（HHPF）以外，

就屬AAOM最為重要。每年AAOM都會在墨

西哥舉辦義診活動，讓醫療資源相對不足的

墨西哥人能有免費治療身上病痛的機會，而

參加的醫師則可以在AAOM老師們的經驗分

享以及指導之下，在病人身上實際學習和操

作增生療法的注射。因為AAOM每年年會的

課程內容都非常豐富，而且要報名墨西哥的

義診，必須先要有參加過AAOM年會，因此

AAOM年會可以說是每位增生療法醫師都會

夢想來參加的盛事。

今年的年會舉辦於4/19~4/22的西雅圖。

第一天是pre-conference workshop，我參加

的是超音波導引神經筋膜解套注射（neural 

fascial hydrodissection）的工作坊。這項治療

是在超音波的導引之下，將藥劑注射至被受

壓的神經旁邊，解除神經被箝制的狀況，進

而改善病人的症狀。這項治療幾年前在台灣

還是很新的技術，但目前已有愈來愈多的醫

師學會這項技術。課程主講人是香港的超音

波大師Dr. Stanley Lam。之前我為了精進自己

的超音波技術，早已參加過多次 Stanley所舉

辦的課程，但是這次依然在 Stanley的教學中

得到不少寶貴的收穫。而工作坊最後的hands-

on實際演練，因為有老師臨時不能過來，

Stanley居然臨時請我從參加者身分變成小組

老師，和其他從台灣一起過來幫忙的師資

群，一起擔負hands-on小組指導的任務。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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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灣也時常擔任超音波指導的講師，因

此勝任愉快。一群台灣醫師在美國一起教學

超音波，也算是一種台灣之光。本次工作坊

有另外一項台灣之光，那就是來自台南奇美

醫院復健科的蘇炯睿醫師分享個人在做神經

筋膜解套注射的經驗和獨到見解，是台灣醫

師登上AAOM舞台的第一人，也是我個人認

為這次年會最具啟發性的演講！

年會從第二天開始就是一系列精彩的

課程，包含增生療法的最新研究、各種再

生注射治療的相關課程、大師們治療病人的

個案分享、重要關節的核磁共振影像判讀、

甚至一般醫師比較少會處理的顳顎關節的治

療等等，內容包羅萬象。在美國，除了高濃

度葡萄糖的增生療法注射，還有許多的醫師

在執行富含血小板的血漿（PRP, platelet-rich 

plasma）注射，甚至幹細胞的注射治療，這

類的治療統稱為再生注射治療（regenerative 

injection therapy），後兩者雖然價錢昂貴，但

一般認為治療效果比高濃度葡萄糖注射好，

因此在美國醫學界愈來愈夯，年會有相當多

的課程和這些再生治療相關，甚至也有幾堂

課是骨科醫師用外科手術的方式將幹細胞及

細胞骨架填塞到膝關節軟骨受損處的研究報

告和經驗分享。而在演講時大師仍然強調，

雖然PRP和幹細胞在美國的使用愈來愈普遍，

但傳統的增生療法治療觀念對於這類再生注

射治療效果的提升仍然相當有幫助。AAOM

相當強調全人的治療，強調疼痛的處理除了

治療受傷的組織本身，更要從病人的情緒、

睡眠、飲食等著手；例如顳顎關節的課程就

強調重點不是病患的疼痛，而是必須要注意

睡眠呼吸中止的問題，因為這和高血壓、中

風、心臟病等重大併發症相關。AAOM的年

會每年都有一項doctor treat doctor的傳統，

有一個時段讓有疼痛的醫師們接受AAOM眾

多大師的治療，我們參加者可以有病治病，

沒病就旁觀學習，領略大師診斷和治療的風

采。

除了精實的上課之外，下課後當然也是

要享受一下。西雅圖靠海，所以有相當多好

吃的海鮮，在其他熟門熟路的學長的帶領之

下，大夥兒吃了好幾餐的美食。美國餐廳的

餐點份量都沒有在客氣的，例如大家去吃的

課後在The Fisherman's Restaurant & Bar的
美食饗宴

超音波工作坊的主講人Dr. Stanley Lam和台

灣的超音波小組指導老師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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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sherman's Restaurant & Bar這家海鮮餐

廳，每盤crab feast都是占據整個盤面的好幾

隻螃蟹，真的讓人大呼過癮，吃到手軟。這

次除了上課，收穫最多的其實是從其他增生

療法醫學會的學長們身上學習，平常吃飯時

會討論遇到的困難個案，學習他們的經驗。

台灣有許多認真的醫師，一直不斷地努力充

實自己的觀念和技術，以解決病患的疼痛問

題，相信再過幾年我們在這個領域的水準會

提升到國際的水準，並且能造福更多的病

人！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9年畢業，現任職於

台北生昇復健專科診所）

臺灣大學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誠徵教師1名

一、應徵資格：

1. 具有生物醫學領域相關博士學位，且具有前述學位後一年以上研究資歷
（至起聘日期止）

2. 具備循環生理學教學能力
3. 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與服務熱忱

二、檢具資料（紙本乙份或電子檔）：

1. 個人履歷
2. 二封以上推薦函（請推薦人逕送本甄選委員會）
3. 學經歷證件影本
4. 著作目錄及五年內代表著作（至多三篇）
5.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6. 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三、起聘日期：民國107年8月1日

四、截止日期：民國106年10月31日下午5時前（資料寄達日期）

五、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10樓
　　　　　臺大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電話：886-2-23562216
　　　　　傳真：886-2-23964350
　　　　　E-mail：fcle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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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寄生蟲研究之發展與傳承

寄
生蟲形體細微，看似無害卻是可怕的殺

手，彷若電影中的「異形」，一旦侵入

人體通常難以及時發現，往往會寄宿在人體

中吸取養分，繼續發育成熟，並因此引發各

種奇病怪症，嚴重者甚至可能嚴重破壞人體

的免疫系統或各個器官。

寄生蟲疾病的研究非單一領域的學者能

夠駕馭，需要集合寄生蟲學、昆蟲學、動物

學等專門知識的學者才能破解。

二十世紀的前二十五年是寄生蟲學發

展的黃金時代，而臺灣及臺大醫學院適逢其

時，也貢獻了許多重大的醫學發現。

臺大醫學院的寄生蟲研究

奠基於日籍醫學教授

地處亞熱帶及溫帶交界的臺灣，由於氣

候分明、濕熱，向來適合各類寄生蟲及病媒

生物的發育與繁殖，加之地理上位居國際交

通往來頻繁之區域，遠近各國的寄生蟲都可

能被帶入境內。尤其早期的臺灣，生活條件

不佳、公共衛生不理想，是寄生蟲感染疾病

非常盛行的地區，舉凡蛔蟲、絛蟲、鉤蟲、

鞭蟲、蟯蟲等腸道寄生蟲及血絲蟲等均曾在

臺灣大肆流行過。

而這樣的情況到了日治時期才有了較大

的改變，在當時日本醫學教授的研究與努力

下，不僅陸續發現會引發疾病的寄生蟲及病

媒，進一步研究至找到對應方法令相關感染

疾病逐漸絕跡。

日治時代，日方積極在臺推動熱帶醫

學研究，研究範圍包括寄生蟲、細菌（霍

亂、鼠疫等）、病毒（肝炎、登革熱等）與

公共衛生等醫學課題，其中尤以橫川定教授

（1883年～1956年）的成就最為卓著，也引

領日後謝獻臣（1924年～2000年）、連日清

（1927年～）等前輩投身於寄生蟲的研究。

臺灣寄生蟲學研究的推手

──橫川定教授

橫川定教授於1883年時在日本岡山縣出

生，1908年畢業於岡山醫專；1911年4月經岡

山醫專的桂田富士郎教授推薦而來臺擔任臺

灣總督府醫學校的講師，負責病理學、解剖

學、組織學及法醫學的教學。

1912年9月，橫川教授到當時肺吸蟲症

盛行的竹東（舊名樹杞林）進行吸蟲中間宿

主的研究，解剖河流中的雜魚發現有吸蟲

類的被囊幼蟲，但卻找不到該蟲與肺吸蟲症

的任何關聯。之後再前往淡水河上流網捕各

種魚類檢查，竟發現與竹東河魚身上相似的

囊幼，用這些魚餵食小狗後，在其小腸黏膜

發現吸蟲，之後再對淡水河畔魚料理店的店

主及員工進行糞便檢查，也發現了同樣的蟲

卵。

編輯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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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川教授將他的發現告訴也是寄生蟲專

家的恩師桂田富士郎教授，桂田教授檢查日

本香魚也發現有相同的幼蟲，證實了是一種

新的寄生蟲。

過去，這個寄生蟲因為蟲卵與肝吸蟲類

似而混淆，鑑別困難，如今此一新發現促使

了淡水產魚類為中間宿主的吸蟲類研究有了

飛躍性的發展。

1917年，橫川教授以「橫川吸蟲」的

研究獲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19

年隨即赴英、美、瑞士、埃及等國研究調查

病理學及寄生蟲學，至1921年才回到日本。

1936年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教授

寄生蟲學，並將第二病理學教室獨立為寄生

蟲學教室，直到1944年退休仍擔任名譽教

授，1947年5月才返回日本。

橫川教授在臺時間長達36年，不僅對臺

灣醫學教育貢獻良多，也是將臺灣寄生蟲研

究推上國際舞臺的重要推手。

臺灣寄生蟲學的發展與傳承

臺灣寄生蟲學的發展緣起於日治時期

日籍醫學教授的積極推動。當發現橫川吸蟲

後，橫川教授率領的醫學研究團隊於1915年

開始致力於肺吸蟲的研究，之後有臺大醫科

的盧萬德醫師承續肺吸蟲治療的研究。臺灣

光復後，黃文賢與邱瑞光兩位教授也持續進

行肺吸蟲研究。

除此之外，1915年橫川教授亦於臺中州

發現感染血吸蟲的臺灣釘螺可能與日本的不

同；戰後，臺大動物學系的徐錫藩教授接續

相關研究並證實臺灣的血吸蟲屬於動物株，

僅能在野生動物和牛、豬、犬等家畜體內發

育成熟，幼蟲則可侵入人的皮膚，但不能在

人體中發育為成蟲，因此對人體無致病性，

後續由邱瑞光、呂森吉和蘇霩靄等位教授進

一步研究釘螺對血吸蟲的感受性而更加確

立。

1950年代之後，日籍醫學教授因戰敗

的關係，陸續返日，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援

助，甚至當時的WHO辦公室就設在臺大醫學

院內。寄生蟲學科的黃文賢、邱瑞光等前輩

皆曾接受贊助，赴日、美進修寄生蟲學。

同時期，美國的洛克斐勒基金會也協助

當時的臺灣省衛生處成立「瘧疾研究所」，

協助臺灣進行瘧疾防治及研究，並於1965年

時獲WHO頒發瘧疾根除地區證書。之後，我

國的寄生蟲學專家也遠赴他國，協助撲滅瘧

疾及其他寄生蟲疾病。臺灣的寄生蟲學研究

與發展並未受到日本戰敗、日籍教授被遣返

影響而停止。

目前，寄生蟲的檢驗大多採用分子生物

學，傳統的寄生蟲學鑑定已慢慢流失，影響

所及可能未來將無人可對新發現的寄生蟲進

行傳統鑑定，而分子生物學又因為新種類的

關係而無法分析，公共衛生防治必然會出現

問題，因此未來寄生蟲學的趨勢應以傳統的

寄生蟲學鑑定配合分子生物學的技術，兩者

相輔相成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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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爵宏

本
次擔任景福醫訊的執行編輯，能為海內外廣大校友服務，深感

榮幸。

本期專欄由微生物學科陳振陽名譽教授所整理之醫用細菌血清

學相關歷史，讓校友們回顧一百二十年來臺灣大學在控制及預防台灣

傳染病所做的貢獻，從各個主要相關研究機構的成立，到臺大細菌學

教室的所有前輩所付出的努力，讀完不禁令人有「有為者亦若是」之

想法。

醫學新知由臺大醫院復健部蕭名彥醫師簡介超音波在吞嚥功能評估的角色，螢光吞嚥攝影及鼻

咽內視鏡吞嚥檢查是吞嚥功能檢查之黃金標準，但有輻射暴露和侵入性，超音波可能可以擔任篩檢

和系列追蹤很好的工具。雖然仍處於研究階段，尚未全面應用在臨床，希望藉由本期醫訊，讓各位

校友了解臺大醫院在吞嚥障礙所作之努力。在醫學論壇，江顯楨醫師為文介紹了「心碎症候群」，

解釋了重大的心理壓力與心臟功能變化之間可能的關聯。由於台灣人口逐漸老化，多重慢性病型態

增加，劉宜廉醫師的「談社區醫療照護的垂直整合銜接」，簡介了 Hospitalist 的推動情形，並提出

建言，讓基層及醫院的醫師能有更有效的合作，以提高醫療品質。

本期校友小品兩篇選文，則是醫界前輩韓良誠醫師對後輩在行醫路上的諄諄教誨，以及新生代

洪辰宇醫師繼續學習新技術的心得，都代表著校友們持續為病人的著想與付出。封面故事中對於臺

灣寄生蟲研究之發展做了簡述，也可以讓校友（尤其是對寄生蟲不熟悉的年輕一代）有所啟發。

感謝賜稿校友們的支持，景福醫訊編輯群的辛苦校稿，及助理編輯王小姐的協助，使本期刊物

順利完成，希望透過景福醫訊，可以將母校的精神與情感不斷地傳承下去。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2005年畢業，現任附設醫院復健部主治醫師）



器官捐贈大愛至善牆啟用典禮
一級主管聯合交接典禮

時間：2017年7月22日　　地點：臺大醫院東址B4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臺 大 醫 學 院

新／卸任名單：

1. 副院長暨研究發展分處主任

 （鄧述諄／吳明賢）

2. 牙醫專業學院院長

 （林立德／江俊斌）

3. 微生物學科主任

 （蔡錦華／鄧述諄）

4. 內科主任

 （吳明賢／曾芬郁）

5. 婦產科主任

 （陳思原／陳祈安）

6. 復健科主任

 （陳文翔／王亭貴）

7. 耳鼻喉科主任

 （柯政郁／蕭自佑）

8. 護理學系主任

 （胡文郁／賴裕和）

時間：2017年7月31日、6月4日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臺 大 醫 院

新／卸任名單：

1. 內科部主任（吳明賢／曾芬郁）

2. 婦產部主任（陳思原／陳祈安）

3. 耳鼻喉部主任（柯政郁／蕭自佑）

4. 牙科部主任（林立德／江俊斌）

5. 復健部主任（陳文翔／王亭貴）

6. 創傷醫學部主任（胡瑞恆／陳晉興）

7. 老年醫學部主任（陳永銘／嚴崇仁）

8. 護理部主任（胡文郁／賴裕和）

9. 營養室主任（陳珮蓉／鄭金寶）

10. 醫療事務室主任（陳晉興／胡瑞恆）

11. 資訊室主任（張智星／賴飛羆）

12. 工務室主任（羅國鵬／呂重明）

13. 內科部副主任（何奕倫／曾芬郁）

14. 外科部副主任（陳炯年／梁金銅）

15. 護理部副主任（蕭妃秀／張秀如）

時間：2017年8月1日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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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7年8月8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